
□本报记者 陈维灯 通讯员 李慧敏

“这种村民自建房的石墙、石柱本身
就很有特色，只需要清洁墙面、点缀植物
就可以形成不错的景观效果。”

“闲置农房的墙面色调和屋顶改造
要做出风格，方便打造农家乐和民宿。”

近日，铜梁区建筑设计院的几位建
筑师来到铜梁区二坪镇狮子村，为乡村
振兴淮远示范片村容村貌整治出谋划
策。

为切实提高乡村规划建设水平，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铜梁区引导和支持“三
师一家”，即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和艺
术家等专业人才和团队下乡进村，指导
基层单位进行场镇和乡村的科学规划和
建设。

“乡村建设规划不同于城市建设规
划，要因地制宜、形成特色，通过规划激
发村民内生动力。”铜梁建筑设计院院长

官海绪介绍，设计下乡工作将充分考虑
农村生产生活的特点和乡村文化来设计
规划。

二坪镇地处乡村振兴淮远示范片核
心地带，目前在加紧补齐功能短板、积极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该镇规划建设管理
环保办公室主任江凤说，设计师们按照因
地制宜、科学规划、节约办事的原则，积
极协调调动各方有利因素，营造良好的
建设环境，能够帮助镇街花小钱办大事。

铜梁区住建委村建科科长徐斌介
绍，在助推乡村振兴中，铜梁区“三师一
家”设计下乡团队的志愿者们还通过多
次调研，根据铜梁区的实际情况，编著完
成了《铜梁区乡村振兴示范片人居环境
整治导则》，对部分整治内容、一般农房
整治内容、农村房屋柴棚设计、工程造价
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细化，设计出了相
关施工图纸，为基层镇街、村社进行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规划师 建筑师 工程师 艺术家

“三师一家”下乡 助推铜梁乡村振兴

1956年5月28日

中共四川省重庆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1956年5月28日至6月
10日 中共四川省重庆市第
一次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
会 代 表 511 名 ，代 表 全 市
49480名党员。

大会通过题为《加强党的
工作，加强党对工业的领导，
深入持久地开展先进生产者
运动，为全面提早完成和超额
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工作
报告。会议要求党的领导工
作的重心要放在工业生产上，

同时必须继续加强党的建设，
改进领导作风和方法。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四
川省重庆市第一届委员会、中
共四川省重庆市监察委员会，
以及重庆市出席中共四川省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随
后召开的四川省重庆市委一
届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市委
常委11名、第一书
记 1 名、市委书记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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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
5月26日，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要内容，大型3D纪录电影《百年三
峡》在重庆市水利局举办观影活
动。这部电影是全球首部全景反映
三峡发展变迁的3D纪录大片，已
被列入国家电影局建党100周年献
礼片的候选影片。接下来，该电影
将在三峡库区主要移民区县和北京
举办多次观影活动，于今年8月正
式上映。

百年追梦，盛世梦圆。早在
1918年，孙中山先生便在《实业计
划》一文中提出了关于三峡工程的
设想，但一直未能实施。新中国成
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
和关怀下，三峡工程被重新提上议
程。2020年11月1日，三峡工程完
成整体竣工验收，标志着三峡工程
建设任务全面完成。这也意味着中
国人追寻百年的三峡工程之梦终于
实现。

据了解，《百年三峡》由中央新
影集团历时近10年创作而成。影
片全面回顾和展示了近百年来三峡
地区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三峡工程
兴建以来三峡库区和沿江经济的新
变化、新发展、新气象，客观反映了
新时代三峡工程建设所取得的成
就，以及在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
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

的综合效益，真实记录了三峡工程建
设和移民搬迁过程中的感人事迹。

《百年三峡》不仅是对三峡工程
这个中华民族前赴后继追逐百年梦
想事迹的讴歌，更是对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深情礼赞。

为了打造精品电影，《百年三
峡》剧组还邀请了美国3D之父《阿
凡达》的视效总监恰克·康米斯基，
曾获得奥斯卡奖、拍摄过《黄石公
园》和《大峡谷》的美国导演凯斯·梅
林，《钓鱼岛真相》导演克里斯蒂·里
比等3位国际电影大师参与创作和
指导。

该片成片小样先后获得美国第
51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
元最高奖项雷米金奖、最佳导演奖
和评委会特别大奖，2018国际先进
动态影像技术奖，还获得了在美国
迈阿密举办的第八届美洲国际电影
节纪录片特别奖。

据了解，和《百年三峡》同步拍
摄的，还有7集超高清纪录片《新三
峡》，今年将陆续面向国际、国内进
行播放和展映。

市水利局党组成员罗治洪说，
电影《百年三峡》客观真实地讲述了
三峡之新、三峡之变和三峡之美，观
看影片的过程也是一场生动而深刻
的党史学习教育。

展现三峡百年沧桑巨变

3D纪录大片《百年三峡》
8月上映□新华社记者 李勇 张桂林 陶冶

由老工业基地变身创新热土，从
西部一隅走向世界，建设“近者悦、远
者来”的人民城市，西部直辖市重庆近
几年来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科技
创新为引领，持续扩大开放，打造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深入推进共享发展，朝
着“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新范例
城市”坚实迈进。

创新引领发展嬗变

5月17日，西部（重庆）科学城正
式授牌亮相。这座定位为“科学家的
家，创业者的城”的科学新城，自去年
启动建设以来，已经实现国家应用数
学中心揭牌、超瞬态实验装置落地、种
质创制大科学中心开工，中科院重庆
科学中心等项目也已启动建设。

走进重庆两江新区的两江协同创
新区，湖光山色中，共享实验室、产学
研协同创新平台、科创人才服务中心
等一应俱全。

作为补齐重庆科研资源短板的重
要载体，短短两年多时间，这里就吸引
了西北工业大学重庆科创中心、中科
院计算所、比利时鲁汶大学等35家高
校院所，建成科研平台80余个，一批
行业顶尖的创新团队接踵而至。

去年 9月落户的重庆摩方精密
科技有限公司今年3月即摘得全球
光电科技领域大奖，其研制的3D打
印系统，最高精度可达2微米，并实现
电子、医药、装备制造等十多个领域
的商用，客户覆盖全球25个国家和地
区。

一大批产业“老树”也在创新加持
下“花茂果盛”。从微车制造起步的长
安汽车，持续深耕智能化、新能源领
域，掌握500余项关键技术，投放智能
网联汽车近120万辆；长期从事钢铁
工业设计的中冶赛迪，近年加快智能
化大数据技术开发，跻身我国冶金行
业工业互联网“领军者”。

从“傻大粗”的传统化工、矿业、机
械制造，到新能源科技、智能网联汽
车、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庆牢
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搭平
台、聚人才、育生态，昔日老工业基地
正成为一片创新的热土。

日前召开的重庆市委全会绘出新
蓝图：以大数据智能化为主方向，以产
业、民生、生态为主领域，加快建设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开放扬帆融入全球

前不久，载有25个集装箱的通用
机械产品专列，从重庆江津综合保税
区发出，驶往广西钦州港。这是由重
庆润通科技有限公司定制的“陆海新
通道专列”，这批价值245万美元的货
物，通过铁海联运最终分发至越南和
美国，比传统的江海联运出口方式节
约了12天。

上述场景在十多年前很难想象。
位于西部腹地的重庆，长期受制

于国际物流通道不畅的瓶颈，对外贸
易主要靠长江水运至东部地区出海，
融入全球产业分工、走向世界的步履
艰难。

从全局中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
全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开启，地
处“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
重庆，区位优势潜力显现，向西是广阔
的欧亚大陆，向南有高度活跃的新兴
市场。

结合抢抓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转移
的契机，十年前，重庆率先开通至德国
的中欧铁路货运班列。2017年9月，
在国家有关部门统筹下，由重庆发起，
陆海新通道正式开通。

这个以重庆为运营中心、西部十
余个省份共同打造的国际陆海联运大
通道，利用铁路、海运、公路等运输方
式，向南经广西北部湾通达海外。

“通道的目的地已拓展至全球96
个国家和地区的264个港口，运输货
品从最初的50余个增加到了500多
个。”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中心负责
人刘玮说。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
带产业。大批重庆企业借此融入全球
产业链，越来越多的国外商品也经重
庆参与我国经济大循环。重庆小康集
团投资1.5亿美元，在印尼建立汽车智
能制造基地，并在2018年实现正式
投产和批量销售。去年底，首个印度
辣椒交易平台和辣椒分拨中心在重
庆启用。

近三年来，重庆对外贸易持续保
持两位数增长，2020年突破6500亿
元。“十三五”期间，重庆实际利用外资
523.8 亿美元，引入世界 500 强 296
家。

今年4月，重庆获批开展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将在全市域开放
的基础上，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
造业融合发展，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西部金融中
心、中西部国际交往中心。

重塑城市近悦远来

青红砖相间的楼院，花草点缀，干
净整洁，稍带工业风的文化长廊里老
人、小孩在休憩、玩耍……今年春节
前，重庆南岸区铜元局街道长江村片
区不少搬离多年的老住户又搬了回
来。眼前焕然一新的“老家”，让他们
心情激动。

始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
江村，原属国企职工家属区，历经多年
风雨，早已破败不堪，墙体剥落、管线
破漏、垃圾成堆，成了名副其实的棚户
区，大批居民宁愿让房子空着也要搬
离。

2019年9月，长江村片区被纳入
重庆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政
府投入3200多万元，拆除违建、修缮
房屋、加建厕所、增设儿童游乐设施
和健身器材，还组织专业设计团队挖
掘“铜元局”等历史文化资源，修建文
化长廊和小广场。

“真没想到一片烂棚棚还能变‘洋
房’。附近高层小区的很多住户现在

经常来我们这儿耍。”在长江村居住了
40多年的冯大海说。

为人民建城市，让群众享幸福。
近几年，重庆紧紧围绕建设“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
目标，全面推进以“两江四岸”整治和
老旧小区改造为主抓手的城市更新行
动。

治理长江、嘉陵江岸线生态环境，
为市民营造绿意空间。中心城区江岸，
餐饮船污水横流、码头杂乱无序的现象
消失了，“千疮百孔”的消落带逐步修
复，草滩、绿岸、亲水空间多了起来。

全面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近三年
累计改造2043个小区共计3720万平
方米，41万户居民因此受益。利用山
城坡、坎、崖等城市边角地，建设近百
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让市民在家门
口就能健身、休闲。

城市环境和功能提升，不仅使本
地市民幸福感满满，也让来自四面八
方的游客感受到了山城的美和暖。

洪崖洞、龙门浩、江北嘴等重庆
“网红”地标的“打卡”视频，近几年在
视频社交平台上持续火爆。今年“五
一”假期，外地入渝游客同比增长
44%。

行走在黄葛掩映、坡坎蜿蜒的渝
中区山城巷，看着年代感十足的老建
筑和新风旧俗交融的生活场景，品尝
过老火锅和咖啡、奶茶，来自广西的游
客秦霜梅感慨道：“既能体验现代都市
的高大上，又能触摸暖心的‘烟火
气’。我爱上了这座城！”

（新华社重庆5月27日电）

重庆：聚力“两高”近悦远来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我希望通过《新三峡》和《百年
三峡》的播出，让世界看到一个更美
的新三峡，真实的新三峡，发展的新
三峡。”5月26日，大型3D纪录电
影《百年三峡》、纪录片《新三峡》总
导演杨书华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
访时，这样表述影片的创作意图。

杨书华是重庆奉节人，从1992
年开始用镜头记录三峡，至今已近
30年，是三峡工程的见证者、亲历
者。

那么，《百年三峡》和《新三峡》
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拍摄
的？

杨书华说，2011年，由原国务
院三峡办、重庆市人民政府、湖北省
人民政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央新影集团联合
摄制的大型文献纪录电影《中国三
峡》，作为建党90周年的献礼片，在
中央电视台7个频道陆续播出后，
好评如潮。

该片不但获得了中国电影最高
奖项华表奖，还被推荐到50多个国
家播出。

为配合国家对三峡工程进行整
体竣工验收，全景式反映三峡工程
运行状态、综合效益、三峡库区及长
江中下游地区新成就、新变化、新发
展，大型纪录片《新三峡》和3D纪

录电影《百年三峡》开始筹备拍摄。
该项目总导演仍由《中国三峡》总导
演杨书华担纲，被列为国家重点影
像工程。

“在故事中体味发展与变化，在
求证中感受科学与辉煌。这是《新
三峡》和《百年三峡》的价值取向。”
杨书华说，为了拍好这两部影片，创
作团队花了近十年时间进行精心策
划、调研、创作和打磨，多次深入三
峡库区主要区县，将镜头对准三峡
工程背后那些大写的“人”。

其中，纪录片《新三峡》分别从
坝、水、山、人、景、城、梦七个方面，
全景式反映三峡工程运行状态、综
合效益、三峡库区及长江中下游地
区新成就、新变化、新发展。3D纪
录电影《百年三峡》则以国际化的风
格和立体影像效果来展示新三峡的

“新、变、美”，通过这样的形式，让三
峡工程这项人类水利史上最辉煌的
成就留存于历史，传承于未来。

杨书华说，记录三峡的近30年
光阴，让他亲身见证了三峡工程波
澜壮阔的建设历程，亲眼目睹了三
峡库区百万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的
无私付出，亲身感受了三峡工程给
库区区县带来的新变化。

“现在的三峡变得太美、太好，
太让人向往了。”杨书华说，希望这
影片的播出，能唤起更多人对新三
峡的关注、向往和热爱。

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新三峡
——专访《百年三峡》总导演杨书华

重庆渝中半岛城市风光。（资料图片 摄于2020年3月19日）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

产：
珠海鸿帆有色金属化工有限公司债权，截止2021年4月30

日，该资产债权总额为160,648.38万元,本金为25,592.59万元。
该资产中的债务人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抵押物分布在重庆市、湖南
省娄底市、广东省珠海市等。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与我司联系，联系人:李先生，
张先生，联系电话:020-38791801，020-38760982，邮件地址：
liyulin1@cinda.com.cn，zhangwendi1@cinda.com.cn。

以上资产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
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
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广州市体育西路111号建和中心25楼
邮编：51062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0-38791729
邮件地址：caixiu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2021年5月28日

国网重庆信通公司：党史学习教育送入特教学校

5月26日，国网重庆信通公司青
年志愿者走进重庆丰都特殊教育学
校，开展“大手牵小手 ”六一关爱活
动，与该校学生一起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

作为该公司“国网春苗之家”对
口援建单位，国网重庆信通公司已连
续11年定期对该校开展爱心帮扶活
动。在六一儿童节前夕，让公司青年
志愿者与特教学生共同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尽管他们面临人生的不幸，
但是党和国家却处处为他们遮风蔽
雨，助他们健康成长。

在手语老师的帮助下，该公司志
愿者为孩子们深情讲述了“红岩先
烈”江姐的英勇事迹。孩子们也为志
愿者们表演了自己编排的舞蹈——
《红星闪闪》。坚定的神情、质朴的
面容、优美的舞姿，志愿者们被孩子
们满怀深情的表演所感染，热泪盈

眶。
“这是一次特别的党史学习教

育。江姐的故事孩子们早已熟知，而
《红星闪闪》的舞蹈也感人至深。这
次别开生面的党史学习教育，使我们
这些参与者的心灵得到了升华。”该
公司一志愿者深情地说。

志愿者们还给孩子们发放了篮
球、羽毛球拍和书籍等爱心用品。

杨渝海 胥钟予

阅读延伸>>>

大型3D纪录电影《百年三峡》宣传片花。 （中央新影集团供图）


